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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 日 星期一7 天气：今天阴有小雨；东北风3级；4℃－8℃
明天阴天局部有小雨；偏北风3-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易鹤 通讯员王
虎羽 张文胜） 近日，浙江翔鹰中
央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和
财务负责人接到鄞州区东吴镇政府
的通知，两人有一笔 3000 元的研
发奖金可以申领。据悉，去年“翔
鹰”研发投入 458万元，同比增长
约40%。

企业科技争投，不仅企业有
奖，企业技术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
也有奖，鄞州这一开全市先河的做
法，受到企业好评。新年前夕该区

已向各镇 （街道） 下拨了首笔研发
奖金，153 家企业的 153 名财务负
责人和 88 名技术负责人分享了这
一“科技红包”。“去年我们公司单
独列支研发费用并填报统计报表，
已享受了相应的税收优惠，这次能
得到研发奖金，做梦也想不到。今
年我们准备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 以 后 的 创 新 投 入 会 越 来 越
大。”宁波市西赛德渔具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蔡丽丽说。

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探索灵活

有效的激励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市科技局连续组织 10 多
场企业研发投入相关政策培训会，
覆盖全市各区县 （市） 和“四区二
岛”，累计为 4000余家科技型企业
中的 5000 余名科技管理人员提供
专业培训指导；江北区在全国首创

“研发费用损失保险”，为企业科技
创新保驾护航；高新区财政科技投
入 4亿多元，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支持企业建立各级研发机构，
新增研究院和技术中心 62 家；余
姚出台规上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三
年行动计划，通过推动建立健全企
业研发机构，引导企业通过创新为
高质量发展赋能……

厚植创新沃土，搭就创新平
台，引留创新人才，营造创新生

态，政府和企业的合力创新，结出
丰硕果实。去年前三季度，我市累
计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333.8
亿 元 ， 占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48.5%，创历史新高。入围全省创新
能力百强榜企业已达 24家，表现抢
眼。R&D投入强度已提高到2.6%。

“虽然去年‘科技争投’开始
发力，多项指标进展较快，但跟先
进城市相比，我市科研投入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企业自主创新水平还
需持续提高。”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我市将以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为引领，下更大力气
推动“科技争投”行动，全面落实
科技新政 46 条，努力让一切创新
活动得到鼓励支持，为宁波高质量
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科技红包”激励科技争投
去年前三季度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近半壁江山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郭传
太） 从江北区传来好消息，该区
去年 8项民生实事项目全部顺利
完成，其中包括 5所幼儿园高等
级创建、20 余所学校校舍维修
改造、6个“一体式”教育集团
和 4个“联盟式”教育共同体组
建 、 60 条 健 身 路 径 新 建 （提
升） 等。

去年，江北区聚焦困难全力
攻坚，把民生实事项目做好做
实，探索出一批好经验好做法。
其中，结合实际多措并举，采用
上门收集和定点投放两种模式，
实现 15 个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通过“精确排查、精准整
改、精细管理”的“三精”工作
法，按照“能分则分、难分必
截、应纳尽纳、全面收集”的原

则，完成城区 15 个住宅小区雨污
分流；深入基层倾听民意，以缓解
停车压力和便民利民为原则，开工
建设万达商圈东侧地块公共停车
场。

1 个多月前，“老大难”的甬
江街道孔浦安置房 （一期） 项目终
于开工建设。孔浦安置房 （一期）
项目量大面广、主体复杂、诉求多
样，征拆工作困难重重。甬江街道
多条战线全力以赴，打好“感情
牌”“服务牌”“政策牌”，不厌其
烦上门为居民讲政策。江北区公建
中心和征地拆迁部门也行动起来，
在项目地块地质勘探未全部完成的
情况下，参考相邻地块的地质勘探
成果，提前做好施工图设计、清单
编制等工作。最终孔浦安置房 （一
期） 项目比原计划提前 1 个月开
工。

江北攻坚克难
为百姓幸福“加码”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员
余斌华） 近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在北京与宁波市再担保有限公司签
订业务合作协议，授信25亿元，为我
市再担保项目分担20%的风险责任，
同时给予一系列代偿补偿激励政策，
推动形成国家、市、区县三级担保机
构与银行共同参与的业务联动和风
险分担机制，更好地为我市小微企
业、“三农”以及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融资提供服务。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指示
精神设立，主要通过再担保为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便
捷高效、低成本的贷款，目前已与
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 14 家省
属担保再担保机构签署了合作协
议。为积极融入国家担保体系，增
强宁波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增信和抗
风险能力，市工投集团和市再担保
有限公司从去年 7月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成立开始就努力争取，连续开
展三次专项洽谈，最终促成宁波作
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首个
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开展合作，成
功突破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原先只与
省级担保机构合作的业务框架。

宁波市再担保有限公司是市
委、市政府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而专门组建的政策性服
务平台。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
开以来，该平台紧紧围绕“增信、分

险、规范、引领”四大核心功能，已
经 累 计 提 供 近 2300 笔 再 担 保 业
务，行业授信总额近120亿元。

此次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
下，宁波再担保将大幅度提高风险
分担比例，发挥在全市政策性融资
担保体系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构建
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更好地发挥
政策性担保的增信分险功能，为我
市金融高质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帮助。

首为计划单列市项目分担风险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授信宁波25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卫
良志 镇海区委报道组石全） 近
日，全球第三大独立化工公司荷兰
利安德巴塞尔在镇海开展新材料项
目合作，提升绿色石化发展水平。
2018 年，镇海依托世界 500 强企
业，打造全产业链，形成产业链招
商“强磁场”，仅在刚过去的一个月
内，就有3个“高大上”项目落户。

“镇海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
鼻子’，优化布局集聚高端外资的
平台，为转型升级蓄积新动能。”
区经济合作局局长张蔚介绍。数据

显示，2018 年镇海招商引资“答
卷”亮眼，全年实际利用外资约
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引进

“浙商回归”省外资金 88.86 亿元，
同比增长135.20%。

招大引强“协同化”，加速主
导产业聚集。镇海重点产业培育和
转型升级实现深度融合——上月
底，该区与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签署协议，共建中
电数字工业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已
落户的外资企业增资不断，法国法
能集团与联盛新能源“联姻”以

来，相继在镇海投资落户光伏发
电、优得新能源等项目。2018 年，5
个由境外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的项
目签约落户，总投资69亿元。

全盘布局“链条化”，让项目
生根有土壤。上海欧感电器等首批
10 家 公 司 上 月 集 中 签 约 中 南 高
科·宁波镇海智造谷。作为镇海首
个特色小微产业园区，智造谷将为
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建设补上重要一
环。张蔚介绍，在镇海，智能制造、新
材料平台已有 10 余个，落地、研发
步伐持续加快。“上月 18 日正式揭

牌运营的中乌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
院，有望为国家航空发动机和燃气
轮机重大专项建设作出贡献。”

项目服务“专职化”，落地转
化加速度。镇海以“项目争速”为
抓手，加快签约项目落地。抽调相
关部门中层干部担任专职代办员，
建立“重点外资项目推进服务”工
作 群 ， 打 造 不 下 班 的 “ 网 上 政
府 ”。2017 年 4 月以来，镇海在
省、市、区等重大经贸活动共签约
项目 87 个，目前已注册落户 43
个，落地转化率49.4%。

镇海构建产业链招商“强磁场”
去年实际利用外资约2.7亿美元，“浙商回归”引资同比增135.20%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邵冬）
胡 陈 乡 “ 党 建 + 消 薄 振 兴 工
程”、一市镇“党员联户·连心
解忧”、大佳何镇“村干部三色
清单管理”……近日，在宁海各
乡镇举行的党代会年会上，通过
党内重大事项票决，产生了一批
基层党建创新项目，由党委书记
亲自领办实施。

“一党委一品牌”是提升基
层党组织组织力、创造力、执行
力，推动基层党建扩面提质的一
次探索。去年以来，宁海紧紧围
绕“革新求进提质”，按照小切
口、大文章理念，全域推进百个
基层党委开展党建品牌创建，每
季度举办一次“一党委一品牌”
擂台赛，推动品牌创建比学赶
超。

胡陈乡党员积分制管理是全
县第一个推广的“一党委一品
牌”项目，该项目按照在家党

员、长期外出党员、行动不便党员
等不同情况，分类设定积分标准，
分层制定正向、反向、底线三张清
单，“数字化”考核党员表现，实
现党员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
型”转变、作用发挥由“被动型”
向“主动型”转变。

前童镇党委创新打造民宿产业
党建联盟特色品牌，整合 5个农村
党组织、2 个产业党组织和 1 个行
业党组织，建立党建服务考评、党
员人才共育、联盟部门联商等运行
机制，探索出一套以党建工作和服
务情况为主要内容的考评体系。

目前，宁海已有 18 个“一党
委一品牌”项目上台打擂，两个党
建品牌项目发文推广，并涌现出了

“党群同心圆”志愿服务、年轻干
部“宁接未来”成才计划、“周末
课堂”、“红动宁海”、“党建联盟”
等一批在省市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
力的党建品牌，初步形成了品牌集
群效应。

宁海“一党委一品牌”
打造基层党建品牌集群

本报讯（记者朱宇） 昨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
洁在杭州与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
福座谈，共商在宁波打造世界级
汽车产业集群。

郑栅洁表示，汽车制造是宁
波全力培育的两大万亿级现代产
业集群之一，对于全面提升城市
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
影响。吉利是中国民族汽车品牌
的代表，我们高度重视与吉利集
团的战略合作，对合作前景充满
信心，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
看大势、算大账，积极抢抓全球
汽车产业变局的重大机遇，继续
加大投入、扩大产能、集聚人
才、完善布局，共同打造绿色、
智能、高端的汽车全产业链。我
们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

业配套、强化人才支撑，营造有温
度、高效率的发展环境，全力支持
吉利做大做强。

李书福感谢宁波长期以来对
吉利发展的支持，他说，宁波具
有发展汽车产业的独特优势，是
吉利汽车高质量发展的起航地。
当前吉利正在加快推进新一轮技
术革新，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
驶、车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进
行前瞻性布局。吉利将继续把宁
波作为全球布局的重中之重，加
大投入，做大做强，共同把宁波
打造成吉利的全球研发、采购、销
售、管理总部等全产业链综合性战
略发展中心。

市领导梁群、陈仲朝、俞雷，
吉利集团领导安聪慧、李东辉、冯
擎峰等参加座谈。

郑栅洁在杭与李书福座谈
携手打造
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林海） 蒙蒙细雨
中，宁波市第四届“东钱湖杯”冬
泳邀请赛昨日在风景秀丽的东钱湖

开赛。比赛设畅游组和男女混合
8×150 米自由泳接力组，宁波各
区县 （市） 和金华等地游泳协会、

游泳俱乐部的16支代表队约300人
参赛。

本届赛事由宁波市体育局、宁

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
办，宁波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宁
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社会事务管理
局承办。

图为冬泳健儿在东钱湖劈波斩
浪。

（胡龙召 摄）

三百“泳将”畅游东钱湖

2018宁波十大热词出炉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红村横坎头，宁波帮“四知”
精神等上榜

蓬佩奥赴中东游说八国共同应对“伊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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